乔治湖+普莱西德湖 2 日游
团号
出发日期
售价

DL2
周六（6/15-10/31）；
*节日加开: 5/25；5/26；7/4；9/1
第一二人同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单人房

$125/person

$0

$85

$175

行程特色
1.

乘坐白面山缆车欣赏普莱西德湖，于山顶一览众山小。

2.

前往九曲潭欣赏奥萨布尔河急流蜿蜒而过的奇景。

3.

听着蒸汽笛声，在米呢哈哈船上观赏乔治湖宁静景致。

上车地点和时间：请提前 15 分钟抵达上车地点以便与工作人员登记。
出发时间

出发地点

地址

6:45AM

Flushing，NY

133-30 39th Ave, Flushing, NY 11354 (敦城海鲜酒家门前)

7:00AM

Brooklyn，NY

8:00AM

Manhattan

87 Bowery, New York, NY 10002 (曼哈顿-唐人街)

8:15AM

Jersey City, NJ

125 Eighteenth St, Jersey City, NJ 07310 (Acme market 门前)

6102 8th Ave, Brooklyn, NY 11220 (HSBC Bank 门前)
（只接不送）

253 NJ-18,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Voi Salon & Spa门前)
7:00AM

East Brunswick, NJ

1. 接/送：5/25-9/3/2019 出发
2. 4/1~5/24 & 9/4~10/31/2019 出发, 只接不送

行程介绍
第一天

白面山缆车 - 九曲潭 - 普莱西德湖
参考酒店：Americas Best Value Inn Plattsburgh 或 同级

早上从纽约出发前往白面山缆车一览风景秀丽的白面山，在山顶，我们可以看到风景如画的普莱西德
湖，犹如“8”字。随后前往九曲潭(High Falls Gorge)，安详地躺在怀特费斯山臂弯里的奥萨布尔河于
此潇洒从容地晃身而过，奔赴 700 英尺之外的广阔天地。随后我们前往风景秀丽的普莱西德湖。宽敞的

主大街商店林立，于此淘宝购物自是惬意。体育爱好者定会对奥林匹克中心印象深刻，它是 1980 年冬
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地。
行程安排：
（6/15 - 9/30）
纽约 → 白面山→白面山缆车（自费，30 分钟）→九曲潭（自费，60 分钟） → 普莱西德湖→ 酒店
（10/1 – 10/31）
纽约 → 乔治湖（30 分钟）→ 白面山缆车（自费，30 分钟）→九曲潭（自费，60 分钟）→ 普莱西德奥
运村 → 酒店

白面山缆车 Whiteface Mountain Lift
观赏枫秋，白面山是纽约州阿迪朗达克州立公园（Adirondack Park）里的一个热门景点，白面山是纽约州
内的第五高峰。如果天气晴朗，站在山顶，可见普莱西德湖（Lake Placid）的北面，犹如“8”字。
九曲潭 High Falls Gorge
安详地躺在怀特费斯山臂弯里的奥萨布尔河于此潇洒从容地晃身而过，奔赴 700 英尺之外的广阔天地。驾
一橡皮艇，徜徉于水面，嶙峋山石，斑驳崖壁侧身而过。
普莱西德胡镇 Lake Placid
随后我们前往风景秀丽的普莱西德湖。宽敞的主大街商店林立，于此淘宝购物自是惬意。体育爱好者定会
对奥林匹克中心印象深 刻，它是 1980 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地。

第二天

美东大峡谷 - 乔治湖

早上我们前往风景如画的美东大峡谷，峡谷于 50 亿年前开始被风蚀，水冲，积淀，才打磨出今天的旷
世奇景。几百英尺之下的 谷底天然石块铺就，漫步其上，穿梭崖壁间，恍若另一世界。随后参观阿迪朗
达克州立公园(Adirondack Park)。公园内的景点之一乔治湖 (Lake George)是名副其实的理想家庭郊游
地。这儿风光无限，九曲长廊点缀其间。湖光山色间，泛舟于水面上，丰富多彩。建于 1969 年的
Minne-Ha-Ha 船，名字念来极富趣味。登上这艘真正的汽艇，环湖一周，无尽的惬意舒适。艇上罩在
玻璃内的引擎可供观赏。 行程结束返回纽约市。
行程安排：
（6/15 - 9/30）
酒店 → 美东大峡谷（自费） → 阿迪朗达克州立公园 → 乔治湖→ 迷你哈哈游船（自费，60 分钟）→
纽约
（10/1 – 10/31）

酒店 → 美东大峡谷（自费，60 分钟）→ 尚普兰湖渡轮（自费，60 分钟） → 纽约

美东大峡谷 Ausable Chasm
风景如画的美东大峡谷，峡谷于 50 亿年前开始被风蚀，水冲，积淀，才打磨 出今天的旷世奇景。几百英
尺之下的 谷底天然石块铺就，漫步其上，穿梭崖壁间，恍若另一世界。它到目前为止吸引了 1000 万余游
客。
乔治湖迷你哈哈游船 Lake George Minne-ha-ha Cruise
乔治湖昵称“美洲湖泊的女王”是著名的旅游度假胜地。米呢哈哈游船的名字寓意为欢笑的湖水，我们便
搭乘着这艘古老的蒸汽船，携带者传统的蒸汽笛声，荡漾在湖面上，观赏着乔治湖沿岸宁静致远的美景。

参团说明
景点说明：
1. 行程中所列景点，参访的先后顺序或因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2. 如遇景点、节假日休息（关门），导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程;
3. 参团客人需跟团上导游买门票，不可自行带票或使用 City Pass。
退费说明：
1. 如遇天气、战争、罢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无法游览，本公司将有权更改行程，团费不退；
2. 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游览，酒店住宿、交通等费用均不退还。
费用说明：
1. 费用包含行程中巴士费用以及住宿;
2. 费用不含餐费，景点门票费，服务费 ($10 每人每天)，私人性质费用（如酒店电话费，洗衣费等）。
巴士团自费项目一览表
老人

儿童

（65 岁+）

（3-12 岁）

$33.00

$33.00

$21.70

$16.00

$16.00

$7.50

九曲潭 High Falls Gorge

$13.00

$13.00

$9.70

白面山缆车 Whiteface Mountain Lift

$23.00

$16.00

$16.00

尚普兰湖渡轮 Lake Champlain Ferry

$8.00

$8.00

$3.10(6-12)

景点

成人

东岸大峡谷（包含徒步步道和风景漂浮之
旅） Ausable Chasm （Trail + Scenic
Float Tour）
乔治湖迷你哈哈游船 Minne Ha Ha
Cruise

Price and schedule are subject to seasonal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